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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重
=
减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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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西虹市首富》正在热映中，看过的观众一定对里面的“脂肪险”印象颇深——“只要

民生

你减掉一公斤脂肪，你就能得到一千块钱”！这个保险让西虹市全城掀起运动热潮，跑步、爬

Community News

石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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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没有人再吃垃圾食品。近日，位于古城公园西侧的某公寓也声称“减重=减房租”，
不少围观居民都表示好奇，这波跟风真是快，但，
减自己的体重就能减房租是真的吗？

减肥抵房租 真的假的？
3 月减 10 斤 可抵 600 元房租

让我倒贴钱都乐意。”

到了这个活动，一直想借鉴，正准备推出活动

近日，在这所公寓的住户群里，突然弹出

另一个女孩笑着告诉记者，在 8 月 1 日报

一条消息：减重=挣钱？这不只存在于《西虹

名减重活动后，
当天晚上她就和小伙伴组成运

王先生告诉记者，推出这个活动主要是

市首富》！该消息让群里一下炸开了锅，这是

动小组，到古城公园刷几圈，并约定今后每周

给大家增添些乐趣，也为增加住户和公寓的

几个意思？大家立即点开内容查看，原来，

都要固定运动打卡。
“加我一个，
我也参加。”
听

黏合度，真不是为了当噱头进行宣传，
“ 说实

了她的话，
旁边的女孩立即回应道。

话，我们的公寓也不愁租，出租率非常高，目

“脂肪险”
光顾该公寓了。
引眼球的字，
“ 减重=减房租”——自 2018 年

时，
赶巧和电影创意
“碰撞”
。

前一期、二期都没有空房。”

在这条消息里，住户们看到了几个最吸

“交通银行杯中国好专利”
媒体沟通会在京举行

8 月 3 日，由中国知识产权
发展联盟和国家知识产权运营
公共服务平台联合主办的 2018
年“交通银行杯中国好专利”媒
体沟通会在京举行。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管理部总裁、

报名体重多为 110 斤到 130 斤

北京市分行党委书记刘建军，
国

8 月 1 日开始，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截止，三

该公寓管理者王先生告诉记者，消息在

努力减个七八斤 照样可以减房租

个月内体重成功减少 10 斤的住户，下个付款

8 月 1 日发出后，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仅

王先生表示，
如果通过这个活动真能帮助

周期房租直接减免 600 元。

仅过了三四天时间，就已经有 50 多人前来报

（下称国家平台）运行主体华智

住户减肥，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也不会特别严

名，
并顺利上秤记录体重。

众创（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格非要减10斤，
大家努力三个月，
最后上秤一看

别以为来的都是胖子，记者在记录表上

公司（下称华智众创）董事长张

只减了七八斤，
照样可以减房租，
而且只要报名

看到，最瘦的一位姑娘体重只有 84 斤，而目

参与的，
我们也会送上小奖品，重在参与嘛。”

东亮致辞，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联

上周末，记者来到该公寓时，在一层接待
区，正好碰到两个姑娘围在体重秤旁边说笑

前报名者中，
体重最高纪录保持者是一位 220

记者了解到，该公寓一向活动很多，周末

着，一旁有工作人员在表格上记录体重。她

多斤的男士。报名者体重多在 110 斤到 130

会组织住户在公寓内看电影、楼下烧烤、聚餐，

俩在该公寓二期入住时间不到一年，其中一

斤之间，女住户基本都是正常体重，而记录表

或是外出爬山、游泳，而这些活动基本都是免

位女孩在群里看到
“减重=减房租”消息后，已

上的“大块头儿”都是男住户，
“报名了就算减

费参与。公寓内每层都有不同主题的公共区

于当天就报名参加并称了体重。这不，周末

肥没成功也没什么损失，图个乐和，万一真的

域，
健身房、
厨房、
影视区、
畅读区都是免费开放

一大早，俩人游泳归来后，另一位女孩也赶紧

瘦了呢，梦想还是要有的。”不少住户抱如此

使用。

跑来称体重。

心态。

“报名就是给自己找个减肥的动力”

在该公寓外，
一个新的冰柜刚刚被摆了出

“其实不是真为了省 600 块钱，就是给自

这个在多数住户看来是紧跟热点、借势

来，
里面放满了矿泉水，
是提供给环卫工人、交

己找个减肥的动力。”这两个女孩都是标准身

宣传的活动，该公寓管理者王先生却表示，真

通民警、
外卖小哥的免费冷饮补给站，
还细心地

材，但减肥是每个女孩的日常目标，
“ 三个月

不是“抄袭”电影桥段。原来，此前该公寓管

在冰柜外放置了常温水，
“每天大约会被拿走两

后要是真能减掉 10 斤，别说不给减房租了，

理者前往国外学习交流时，就在一所公寓看

三箱。”

文/记者 胡晓宁

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

盟秘书长周砚出席会议，
华智众
创总经理朱宁主持会议。
张东亮表示，
国家平台是国
家“十三五”规划的重大专项工
作部署，
是
“平台、机构、资本、产
业”
四位一体的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体系的核心载体和基础支撑，
是“1+N”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体
系的核心枢纽。高价值专利培
育亦是国家平台的主要业务之
一，助力推动专利质量提升，促
进知识产权综合运用本身就是
国家平台的主要职责。
2018 年“交通银行杯中国

绿豆汤送给柠檬黄

好专利”
评选活动以
“面向全民、
大众参与、弘扬工匠精神”为理
念，
以
“创新性、产品化、产业化”

居民顶着酷热为公共文明引导员送清凉

为标准，
以
“公平、公正、公开”
为

上周五，北京天气炎热，下午 4 点半左

古城中队中队长周俊敏告诉记者，郝女

原则,聚焦社会民生领域核心技

右，70 多岁的居民郝女士给古城路口志愿服

士和她同住一个小区，平时郝女士候车时就

术，挖掘社会民生领域的高价

务的公共文明引导员（以下简称引导员）送来

能自觉排队，过马路一定会按指示灯通行。

值专利，发挥中国知识产权发

她煮好的绿豆汤。

现在路口的引导员回答问路的比较多；同时，

展联盟及国家平台的“乘数效

“大热天的，
你们太辛苦了！我给你们煮了

提醒边过马路边看手机的行人注意安全；示

应”，对获奖专利给予全方位、

绿豆汤，
来快喝一杯，
解解暑吧！
”
家住距古城路

意右转弯车辆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人

多形式的运营助力，与社会各

口数百米的居民郝女士，
拎着一个水壶，
带着一

人都像郝女士这样文明排队候车、自觉遵守

界、各行业共同走出一条更好

次性纸杯来到了古城路口，
给正在路口东南西

交通法规，引导员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创

的“专利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北四个方向从事志愿服务的引导员送来煮好的

谢！应该谢谢你们这些引导员，
不管寒冬酷暑

城、宣传创城、支持创城、参与创城，使“柠檬

之路，以促进民生福祉改善，提

绿豆汤。引导员刘建利激动地说：
“老大姐，
这

都热情地服务在岗位上。真得好好感谢你们

黄”能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为石景山

升人民生活品质。

么热的天，
您不但给我们煮了绿豆汤，
还顶着烈

呀！
“
”有您这样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居民，
我们会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出力!

日送来，真是太感谢您了！”郝女士说：
“ 不用

刘建军表示，
交通银行一直

文/记者 李畅 供图/石景山区文明办

更加努力把自己的志愿服务工作做好。”

致力于推动知识产权的开发应
用。2018 年，交通银行北京市
分行与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为单位职工开设暑期托管班

服务平台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

孩子开心 家长放心

展“交通银行杯中国好专利”评

暑假孩子无人看管是家长每年一遇的难

题，各式各样的培训班不仅费用不菲，安全与

议，
此次通过与国家平台共同开
选活动，是交通银行在“大众创

剪纸、积木、书法、口才、英语情景剧排练、感

业、万众创新”
的号召下，
为中国

统训练等等，
形式丰富多样，
乐趣多多。

的好专利，
为中国拥有这些好专
利的企业所做的努力。

管理状况还得不到保证。北京市公安局石景

智天使中心主任高兵介绍说，
“暑期托管

山分局的职工在这方面就省了很多心，分局

班开班前和工会进行了详细的准备工作，依

会上发布了 2018 年“交通

开设的暑期托管班由北京市总工会支持，社

照石景山分局的特点，进行课程调整。智天

银行杯中国好专利”
评选活动联

会公益组织参与，解决了职工子女暑假无人

使开展多次师资培训，强调安全问题和责任

合 Logo，
通报了
“交通银行杯中

看娃的后顾之忧。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

意识；开班后老师每天在微信群同步汇报托

国好专利”工作进展，并启动了

管情况，每天也和家长们保持沟通；班主任准

“交通银行杯专利价值评估工具

连续两年为单位职工开设了暑期托管班，石
景山分局工会积极、努力地配合暑期班，尽量

使青少年成长促进中心更加注重丰富孩子们

时提交日、周工作总结供监管教师督导。我

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安全、丰富。

的假期生活，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和成长特

们希望小朋友们在这里收获一个安全的、快

点，精心设置了数十种兴趣活动，骨牌、折纸、

乐的假期，
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记忆。”

今年夏天，托管班的承办单位北京智天

大 PK”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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